
近10年来，我市共投资
75亿元，推动建立垃圾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机制、构建垃圾
分类运输智慧化网络物流系
统、健全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等，目前重庆垃圾分类已在全
国实现了6个率先。

◎在全国率先开发垃圾
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车辆、
箱体、转运站、处理厂均安装
GPS系统和监控设施，实现了
垃圾投放、收集、运输、中转压
缩、处理全程实时动态监控。
目前该管理系统已运用于九
龙坡区2个街道、30个小区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

◎在全国率先利用大数
据系统管理垃圾分类工作，依
托垃圾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
生成的大数据，自动记录投入
垃圾的信息、自动判断垃圾装
满量、自动发出请求收运信
号，科学预测每个小区垃圾变
化情况，精确调度运力。

◎在全国率先构建垃圾分
类运输智慧化网络物流系统，
实现垃圾分类收运精细化、智
慧化管理。市环卫集团利用主
城区生活垃圾二次转运系统建
成界石、走马和夏家坝3座垃
圾分类物流基地，装备生活垃
圾智能多级精分选系统，智能
化、高精准识别垃圾种类，全自
动高效垃圾分类，总转运规模
达到9600吨/日。

◎在全国率先实现餐厨
垃圾分类收运、分类处理。该
集团投资5.7亿元建成黑石子
餐厨垃圾处理厂，自2009年
起采用世界领先的“高温厌
氧，热电联产”技术处理餐厨
垃圾，利用餐厨垃圾生产生物
柴油、CNG等新能源，日均处理1800
吨，处理规模和处理技术全国第一。

◎在全国率先实施建筑垃圾分类
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工程。该集团投资
2.7亿元，在渝北区和南岸区建成主城
区建筑弃料资源化利用厂，利用建筑
弃料生产标准砖、透水砖等新型环保
再生建材，两厂处理总规模为140万
吨/年，处理规模全国第一。

◎该集团在渝北区洛碛建设了全
国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的垃圾分类处
理基地静脉产业园，占地约5000亩，
明年建成后可年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
用餐厨垃圾、果蔬垃圾、污泥100万
吨，建筑弃料60万吨，废旧塑料5万
吨，一般工业废弃物10万吨，废旧机
油5万吨，装修装饰垃圾30万吨。

扩大覆盖范围 提高处置能力 强化分类保障

我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取得新进展

坚持科技创新、市场化运作

市环卫集团构建垃圾分类处理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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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一直秉承的发展理念。在在市环
卫集团，垃圾分类不是一个“下力活”，
而是一个“技术活”；不是一个“传统
活”，而是一条“产业链”。

在易腐垃圾处理厂，市环卫集团
采用世界领先的“厌氧消化、热电联
产”工艺技术处理易腐垃圾，将易腐
垃圾进行油水分离，潲水油经过酯化
和酯交换等生产生物柴油，潲水经高
温厌氧消化后产生沼气，沼气经过净
化处理后发电或生产CNG，实现了易
腐垃圾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在设
计产量为 140 万吨的建筑垃圾消纳
综合利用场，对从各地源源而来的城
市建筑垃圾进行了严格的分类分选，
他们选取城市拆迁的混凝土块、石料

等进行机器粉碎，严禁各类未经精准
分选的“大杂烩”进入粉碎机，确保地
砖、透气砖的质地、硬度等指标达到
要求……

分类出价值，分类创财富。例如，
采用高温湿式厌氧工艺处理餐厨垃圾，
1吨餐厨垃圾生产生物柴油40公斤、
CNG50立方米、发电150度；采用干式
厌氧工艺处理厨余垃圾，1吨厨余垃圾
发电209度；采用低温催化裂解工艺处
理废旧塑料，1吨废旧塑料生产再生燃
油500公斤；率先利用废旧塑料瓶生产
化工原料，1吨废旧塑料瓶生产PET片
等化工原料800公斤。

“自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以科
技为动力，逐步将分类、清运、处理打造
成一条分类明晰、分工明确、分别处理

的产业链。”市环卫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

目前，纵向从前端垃圾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到中端分类运输、到末端垃圾
分类处理以及垃圾分类高新技术研发，
市环卫集团在全国率先掌握了垃圾分
类全产业链，实现垃圾分类工作工艺技
术自主掌握、全程无缝对接、一体化运
作，避免重复建设、节约土地、节约投
资、提高效益效率，大幅降低运营成
本。横向业务范围包括餐厨垃圾、厨余
垃圾、果蔬垃圾、病死畜禽、建筑垃圾、
一般工业废弃物处置等国内固废垃圾
处置各领域，形成了以主城为轴心、区
县为辐射范围，不断扩展和完善布局合
理、点面结合、纵横交错、覆盖城乡的环
卫垃圾清运、处理网络系统。

主城区易腐垃圾资源化利用基地

近年来，市环卫集团坚持依靠科技创新，致力循环经济，打造垃圾分类全产业链条，推行垃圾分类、分运、分别处理，最大限度实现了垃圾减量
化、无害化、资源化，为实现城市提升、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打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口前移、先行试点
指导居民垃圾分类

“大娘、大爷，垃圾分类的好处很多，不
仅有利于环卫工人提高处理效率，而且还能
赚零花钱……”在九龙城区的一些小区，人
们经常可以看到重庆市环卫集团的党员垃
圾分类指导小组队员在耐心地给试点小区
的业主们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

2018年以来，市环卫集团负责对九龙坡
区全域的垃圾清运、处理工作进行专业指
导、思想宣传和部分设施投入。该集团积极
协助前端分类投放、收集工作，打造分类示
范片区，将垃圾分类工作延伸至最前端。他
们主动协助九龙坡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垃
圾分类现已覆盖2个街道、30个小区、10万
名居民。

在九龙坡的试点小区，市环卫集团建立
智能化分类收集机制，定时定点分类收集。

集团建立党员垃圾分类指导小组，利用
周末节假日进社区开展活泼生动的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挨家挨户宣讲党的政策和垃圾
分类知识，耐心指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

在试点小区楼栋出入口、公共广场等
处，该集团设置分类垃圾投放桶900余个，
方便居民分类投放。同时，他们还指导居民
开通“绿色账户”，对正确分类投放的居民进
行积分奖励，并存到居民的“绿色账户”，居
民所获积分可到小区指定地点、垃圾分类运
输智慧化网络物流系统等处兑换生活小物
品，激发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热情。

通过安装垃圾分类智能收集箱，居民可
以自主分类投放自动称重并获得积分，箱满
自动发送卫星信号通知收运，每天定时定点
分类收集易腐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
其他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这些活动引起了试点垃圾分类小区居
民的关注和兴趣，调动了居民参与分类的积
极性，让垃圾分类蔚然成风。

在城市内部、高速公路甚至乡村公
路，人们经常看到喷有“重庆市环卫集
团”字样的垃圾分类运输车疾驶而过，
它们每天载着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奔向
各中转站或黑石子餐厨垃圾处理厂、黑
石子垃圾填埋场。

市环卫集团在全国率先构建垃圾
分类运输智慧化网络物流系统，避免
混合运输。集团投资15亿元，利用主
城区生活垃圾二次转运系统建成界
石、走马和夏家坝3座垃圾分类物流
基地。装备生活垃圾智能多级精分选
系统，智能化、高精准识别垃圾种类，
全自动高效垃圾分类，总转运规模

9600吨/日。
市环卫集团配套易腐垃圾、有害垃

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四类专业垃圾
分类收运车520辆，日均运输生活垃圾
8200吨，年运输里程约1500万公里。
每类收运车都只能收运其对应的垃圾
种类，所有车辆车身分别喷绘统一的分
类收运标识，均采用全密闭垃圾运输
箱，有效杜绝垃圾“先分后混”、“跑冒滴
漏”等二次污染问题。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
的问世，让传统的垃圾分类、清运和处
理迈上了高速化、智慧化的轨道，为垃
圾循环产业链赋能。

如今，市环卫集团在全国率先开
发垃圾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车辆、箱
体、转运站、处理厂均安装GPS系统
和监控设施，垃圾投放、收集、运输、中
转压缩、处理全程实时动态监控。管
理部门可全程监控垃圾收运处理全过
程。

为回应居民特别是儿童“垃圾去哪
儿啦？”的关注，市环卫集团在试点小区
设置了垃圾流向查询系统，居民可随时
查询自己投放垃圾的流向和处置情况，
了解“腐朽化神奇”的全过程，有利于居
民的全程参与和监督，提升关注度和参
与感、成就感。

全环节、全过程
打造垃圾分类全产业链

科技环卫、数据助力
让垃圾分类更具智慧

专用分类运输车收运垃圾整套智能化垃圾分类设施 党员垃圾分类指导小组队员耐心地给试点小区的业主
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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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垃圾分
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组织传达学习，研究贯彻
落实措施。据市城市管理局相关人士介
绍，在主城区试点示范基础上，市政府
正在研究今年在全市所有区县城市建成
区、建制镇所在地全面推开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即将印发“实施意见”进行安排
部署。

自2017年11月《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实施方案》印发以来，目前，全市市级
党政机关已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主城区
公共机构及主城以外区县党政机关全面推
进，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已覆盖68万
户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今年底将
达到43个。

主城区垃圾分类示范镇街将增至43个

据介绍，2018年，我市主城城区范围内
公共机构、相关企业以及主城以外区县(自治
县)党政机关开展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同时在
主城区23个街镇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工作。

为强化统筹部署，我市专门成立了重庆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出台《重
庆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细则》，将垃
圾分类纳入区县政绩考核，每季度综合评价、
靶向通报。

去年以来，我市先后召开主城及渝西片
区垃圾分类现场会等5次推进会议。目前，
全市市级党政机关已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主城区公共机构及主城以外区县党政机关全
面推进，主城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今年
底将达到43个。

提高垃圾分类处置能力

垃圾分类，后端处理是关键。近年来，我
市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市共建成投运
48座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含易腐垃圾处理
厂）。

其中，主城区5座，设计处理能力10100
吨/日；主城区焚烧处理能力超过8500吨/
日，焚烧处理比例超过95%。同时，在渝北洛
碛启动并推进垃圾静脉产业园区建设，提高
主城区垃圾综合处理能力。主城以外区县已
建、在建8座片区易腐垃圾处理中心，无害化

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周边区县收运的易腐垃
圾，全国率先实现易腐垃圾收运处理城乡全
覆盖。

强化垃圾分类工作保障

如何让市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让垃圾分类“新时尚”蔚然成风？据市城管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出台《重庆市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重庆市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收运设施配置及管理导则》《重庆市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标准（试行）》
等法规、标准，规范垃圾分类工作。

同时，积极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建立市、
区、街镇、社区“四级”指导员制度，广泛组织
垃圾分类“六进”、“青年志愿服务市级示范”、

“垃圾分类，你我参与志愿服务”、“小手拉大
手”等系列宣传活动，编印学校分类知识读
本，上线“重庆市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全面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在资金方面，市财政对主城区易腐垃圾
处理厂、填埋场、焚烧厂的运行进行兜底保
障，同时建立主城区生活垃圾异地处置补偿
机制，将垃圾分类专项经费纳入区县财政预
算。去年以来，主城区累计投入专项资金
1.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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